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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锐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满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满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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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825,168,312.74 3,740,211,664.66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64,639,065.30 652,062,197.79 17.2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7,446,017.64 -20.71% 942,464,215.55 2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5,473,681.76 -3.14% 111,947,499.78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2,773,153.56 8.90% 108,106,044.35 7.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04,152,543.81 86.27% 410,007,353.36 706.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5 -3.14% 0.2131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5 -3.14% 0.2131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0% 0.13% 15.81% 4.4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1,097,271.4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17,624.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851.8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35,687.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5,605.73  

合计 3,841,455.4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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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29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长城影视文化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12% 195,052,314 0 质押 170,092,314 

江苏宏宝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6% 40,792,196 0 质押 35,500,000 

王培火 境内自然人 2.24% 11,760,130 0 冻结 11,760,130 

黄芬 境内自然人 1.48% 7,779,391 0   

红塔创新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 6,339,680 0   

赵锐均 境内自然人 0.92% 4,812,208 3,609,156   

汪凤娟 境内自然人 0.88% 4,609,100 0   

叶芳 境内自然人 0.85% 4,481,901 0   

孔祥驹 境内自然人 0.73% 3,815,542 0   

顾关忠 境内自然人 0.66% 3,455,9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95,052,314 人民币普通股 195,052,314 

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 40,792,196 人民币普通股 40,792,196 

王培火 11,760,130 人民币普通股 11,760,130 

黄芬 7,779,391 人民币普通股 7,779,391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339,680 人民币普通股 6,339,680 

汪凤娟 4,609,1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9,100 

叶芳 4,481,901 人民币普通股 4,48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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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驹 3,815,542 人民币普通股 3,815,542 

顾关忠 3,45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455,900 

张蝶 3,302,6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赵锐均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以外，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投资

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4,960,000 股，黄芬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7,779,391 股，报告期内其持有公司股票增加了 7,779,391 股，汪凤娟通过投资者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609,100 股，报告期内其持有公司股票增加了 4,609,100 股，

叶芳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481,901 股，报告期内其持有公司股票增

加了 4,481,901 股，孔祥驹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815,542 股，报告期

内其持有公司股份增加了 1,315,542 股，顾关忠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455,900 股，报告期内其持有公司股份增加了 3,455,900 股，张蝶通过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302,600 股，报告期内其持有公司股份增加了 3,302,6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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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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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与中弘汇金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2018年7月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中弘汇金投

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成立子基金（名称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并通过采用子基金募集资金的方式向公司控股子公

司淄博新齐长城影视城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本次增资金额合计12,000万元。 

二、与拉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8年7月23日，公司与拉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友好协商，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

原则，双方决定在股权投资、合作设立投资基金、联合拍摄影视剧、共同参与双方影视城的建设和运营、合作开发及储备优

质影视IP、共享双方各类资源等方面开展广泛而深度的合作，并通过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和专业能力，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建

立面向未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三、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8年8月7日，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友好协商，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本着“全面合作、共谋发展、互利共

赢”的原则，双方决定在投融资业务、市值管理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渠道合作等方面开展广泛而深度的合作，并通过整

合各自领域的优势资源，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建立面向未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四、终止收购北京首映时代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87.5%股权 

2018年9月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不再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由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历时较长，期间市场环境等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后续审核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同时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进行了积极讨论、磋商，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配合并快速推动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布局，切

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事项。 

五、公司控股子公司淄博新齐长城影视城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2018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淄博新齐长城影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新齐长城”）与华潍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开展售后回租

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控股子公司淄博新齐长城影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新齐长城”）因经营需要，与华

潍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人民币3,900万元。 

六、出售诸暨长城国际影视创意园有限公司100%股权 

2018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本

次交易对方绍兴优创健康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出售全资子公司诸暨长城国际影视创意园有

限公司100%股权。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对本次拟出售的股权进行审计及评估，最终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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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价格将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与中弘汇金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2018 年 07 月 06 日 

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签

订<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0） 

与拉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2018 年 07 月 25 日 

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与

拉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4） 

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2018 年 08 月 08 日 

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 

公司控股子公司淄博新齐长城影视城有

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2018 年 09 月 08 日 

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对

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2） 

终止收购北京首映时代文化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 87.5%股权 
2018 年 09 月 08 日 

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不

再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4） 

出售诸暨长城国际影视创意园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18 年 09 月 26 日 

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拟

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66）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0.00% 至 1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1,882.65 至 18,672.7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975.2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根据行业发展状况及公司经营情况预计。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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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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